
拟录取专业 姓名 复试成绩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徐昊天 96.2 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麦辉煜 95.2 北京大学 智能科学与技术

邱睿 95.2 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陈春辉 94.8 北京大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苏复佳 94.6 北京大学 智能科学与技术

安震威 94.2 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马翔天 93.2 北京大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李之昕 93.2 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杨璧鸿 93.0 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汪乾坤 93.0 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王诏 92.8 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刘琛 92.2 南昌大学 软件工程

金兆鹏 92.2 武汉大学 软件工程

杜雯汐 92.0 北京大学 英语

王晓雪 91.6 北京大学 蒙古语

刘屹林 91.6 东北大学 软件工程

周伯瀚 91.4 清华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

俞鼎耀 91.4 北京大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刘天睿 91.2 南昌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数学方向)

秦源泽 90.8 电子科技大学 软件工程(信息工程)

刘成杰 90.6 湖南大学 信息安全

马清川 90.4 北京大学 天文学

肖宇晗 90.4 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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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硕士）



王羽倬 90.0 东北大学 经济学

吕浩正 90.0 电子科技大学 软件工程(嵌入式系统)

张文远 89.8 武汉大学 通信工程

陈冰玉 89.6 山东大学 数字媒体技术

徐琳璞 89.6 南开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夏鹤明 89.6 北京大学 天文学

尹永胜 89.6 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刘萌 89.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金融学

薛圆圆 89.4 中国人民大学 市场营销

唐斌 89.4 北京大学 心理学

曾晓雨 89.4 北京大学 智能科学与技术

周子茗 89.2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

谢昶 89.2 电子科技大学 软件工程(软件技术)

张宗杰 89.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信息安全

李润南 89.2 重庆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怡宁 89.0 四川大学 财务管理

贾润泽 89.0 北京大学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肖寒琼 89.0 北京大学 智能科学与技术

刘笑 88.8 中央民族大学 通信工程

刘宇航 88.8 北京交通大学 信息安全

于明月 88.6 中南大学 物联网工程

梁昕 88.4 南京大学 经济学(产业经济方向)

王楚微 88.4 中南大学 软件工程

张含蕾 88.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精算学

王云璇 88.2 中南大学 信息安全

电子信息（硕士）



叶贝 88.0 北京理工大学 会计学

邹佩聂 88.0 电子科技大学 软件工程(软件技术)

许茂泽 88.0 中国农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理科试验班)

李佳 87.8 武汉大学 通信工程

李晓楠 87.8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学

王正茂 87.8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

蔡晴 87.8 天津大学 软件工程

谭诗意 87.8 电子科技大学 软件工程(嵌入式系统)

曾晓东 87.8 天津大学 软件工程

丁坤博 87.8 东北大学 软件工程

赵萌 87.6 北京大学 物理学

郜瑞啸 87.4 北京大学 物理学

王雅仪 87.4 湖南大学 信息安全(保密管理)

刘紫逸 87.4 中南大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蒋宁 87.2 厦门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陈蓓蓓 87.0 西南财经大学 会计学(双语实验班)

王芷怡 87.0 同济大学 软件工程

朱子乐 87.0 吉林大学 软件工程

韩蕊妍 86.8 东北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梁健 86.8 南昌大学 软件工程

熊景云 86.6 北京师范大学 金融学

李鹏 86.6 山东大学 经济学

周旭敏 86.6 南昌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赵媛 86.6 中国农业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凌峰 86.4 北京交通大学 通信工程

电子信息（硕士）



覃子秋 86.4 天津大学 英语

邵童 86.4 同济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刘琳 86.4 东北大学 软件工程

赵雅昕 86.2 武汉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韩晓婷 86.2 吉林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安蒙 86.2 南开大学 会计学

初泽良 86.2 山东大学 信息安全

车佳政 86.0 哈尔滨工业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师铭霞 86.0 天津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张瀚升 86.0 湖南大学 金融学

陈佳桦 85.8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刘星意 85.6 四川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方向)

张馨遇 85.6 北京大学 心理学

李伟博 85.6 吉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谭刘 85.2 华中科技大学 金融学

王苑亨 85.2 北京邮电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张领 84.8 南京理工大学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刘相呈 84.4 华南理工大学 信息工程

张朝 84.4 中国农业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理科试验班)

周健 84.2 厦门大学 软件工程

刘天为 84.2 大连理工大学 软件工程

贾仲勋 84.0 东南大学 软件工程

弓妮 84.0 南开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赵慧凝 84.0 中国农业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鲁依 84.0 湖南大学 金融学(金融工程)

电子信息（硕士）



徐芳 84.0 中央财经大学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

贺英洁 84.0 华中科技大学 经济学

张宇森 83.8 山东大学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赵一宁 83.8 兰州大学 经济学

王聪慧 83.8 西安交通大学 金融学

温国昌 83.8 电子科技大学 软件工程(信息工程)

董京璟 83.6 北京外国语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池婧 83.6 中山大学 会计学

范泳杰 83.4 吉林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张楠 83.4 东北师范大学 美术学

李锦添 83.3 华东师范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黄伟佳 83.2 吉林大学 地理信息科学

高铭 83.0 北京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熊雪妍 82.6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工程

孟浩然 82.6 云南大学 数字媒体技术

储妍 82.4 上海财经大学 金融学

宋耔瑾 82.0 华东师范大学 金融学

张袁 81.5 河海大学 物联网工程

高悦 81.4 中国人民大学 会计学

李文玉 81.0 山东大学 数字媒体技术

王煜 81.0 海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周天寅 80.8 东南大学 信息工程

李元梁 80.5 四川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李浣青 80.0 天津医科大学 英语(医学方向)

陈杨 79.6 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学

电子信息（硕士）



黄凌宇 79.5 中南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王雅婷 79.4 厦门大学 金融学

任思奇 77.5 长安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王开妍 76.2 南开大学 翻译

王逸文 75.8 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成电英才计划”实验班)

郑妍蓓 75.4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工程

韦崟屹 75.0 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崔博文 74.3 哈尔滨工业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张宇浩 74.0 吉林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杨星宇 73.8 哈尔滨工业大学 电子封装技术

邓佳喜 73.0 中南大学 金融学

孙焕然 67.0 山东大学 英语

孙昕悦 66.0 武汉理工大学 视觉传达设计

汤锐 66.0 外交学院 翻译

王思远 65.8 中国人民大学 财务管理

吴建城 64.0 厦门大学 数字媒体技术

王云蛟 61.0 北京大学 通信工程

江西林 93.3 北京林业大学 数字媒体技术 成像大设施代招

许宇璇 90.8 武汉理工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成像大设施代招

董昊森 90.0 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成像大设施代招

王金生 86.5 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成像大设施代招

徐瑶 86.0 电子科技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成像大设施代招

陈纾旻 84.3 电子科技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成像大设施代招

张忠昊 75.3 电子科技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成像大设施代招

电子信息（硕士）



拟录取专业 姓名 复试成绩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杨嘉宏 91.0 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李海洋 87.8 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徐涌鑫 87.0 北京邮电大学 网络工程

翟胜方 86.0 中国农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理科试验班)

王玥 86.0 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王炳策 80.4 北京科技大学 物联网工程

段嘉欣 74.0 中央民族大学 自动化

软件工程（工学博士）


